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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上衣的舒适性研究
张

艺，江学为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学院，武汉 430073）
摘 要：[研究意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女性的健身意识也在逐步提高，运动上衣的市场逐步扩大，其舒适性
成为关注重点。[研究方法与内容]为了让消费者有更舒适的体验感，文章从多维度对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进行了调查。
以市场现有的运动上衣为研究对象，分析年轻女性对其舒适性的满意度，发现年轻女性对运动上衣的舒适性总体满意，
但在胸部透气性方面，急需根据运动类型进行进一步调整，同时运动上衣的胸部、肩部和腰部压力较大，需要改进。为
了使运动上衣具有更好的舒适性，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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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fort of Sports Coats
ZHANG Yi, JIANG Xuewei

（School of Fash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women's sports awareness is improving, the market of
sports jackets is also gradually expanding, and its comfor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order to make consumers enjoy a
mor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consumer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article. Ex⁃
isting sports coat in the market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young women'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comfort is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young women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comfort of sports coat. However, in terms of breast breathability, it ur⁃
gently needs to be further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sports.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breast, shoulder and waist of the
sports coat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need to be improved. In order to make the sports coat more comfortable, the improve⁃
ment scheme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Key words: sports coat; comfort; influence factors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

市售运动上衣的舒适性评价，为未来学者与商家提

高，近年来掀起了一股运动潮流，我国女性的健身

供改进方向。

意识也有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培养了不定期

1 问卷调查
1.1 指标体系与问卷设计

健身的习惯，因此市面上女性运动产品的需求量也
愈渐增大，运动上衣不仅是运动时随意穿着的一件

本次研究旨在调查女性消费者对市面上的运

服装，它还能大大提升运动表现，女性对运动上衣

动上衣的舒适性满意程度，为后期运动上衣提供改

的穿着舒适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使得运动上衣的

进方向。本文从人体工效学角度，将服装舒适性评

舒适性研究也成为当今服装舒适性研究的一大重

价分为面料舒适性和结构舒适性，建立指标体系，

点 [1-2]。在 20 世纪 40 年代，学者们就对服装舒适性

有所研究，他们发现服装舒适性主要由热湿舒适性

如图 1 所示。

因子、触觉舒适性因子和压力舒适性因子影响[3]，目
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针对其中一种影响因子进行研
究。本文以运动上衣舒适性为重点，分析女性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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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问卷指标设计
Fig.1 Questionnaire indicato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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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舒适性主要包括刺痒感、透气性、柔软程

女性对运动上衣的喜好；第三部分为消费者对市售

度三个维度。刺痒感指纤维表面的毛羽与人体皮

运动上衣的舒适性主观评价，主观评价采用 Hollies

[4]

肤摩擦产生的刺痛和痒之类的异常感 。刺痒感与
面料的种类及染色方法息息相关。人体在运动过
程中会出现发热流汗的现象，透气性对于运动服散

的 5 级区间标尺设计，通过此部分可以了解消费者
对运动上衣各维度舒适性的满意程度。

1.2

问卷有效性和信度检测

热性能影响非常大 [5]，透气不止是指服装与体表之

本文以大学和刚毕业进入工作的年轻女性为

间的热空气排出，还有一部分汗液蒸发为气体形态

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在问卷正式发放之前，一共进

排出，透气性强的运动上衣可以保证衣物的干爽，

行了 5 次预试问卷，填写时间在 120 秒左右，因此最

穿起来不会感到闷热，也不会贴在人体表面。面料
的柔软程度也是运动上衣舒适性的重要考核标准
之一，运动上衣的面料不可一味追求柔软，一定程
度的硬挺可以保证造型和提供一部分支撑肌肉的
作用，
面料柔软度应软硬适中。

终将问卷填写时间达到 100 秒的问卷视为有效填
写的问卷。本次实验一共发放 112 份问卷，有效问
卷为 96 份，其中 4 份因填写有遗漏故去除，最终有
效问卷为 92 份，有效率 82.1%。

信度即可靠性，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

结构舒适性主要包括压力舒适性和面料拼接

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文采

处接缝对皮肤的摩擦舒适性。在有些运动场合，穿

用最常用的 Cronbach α信度系数法进行检验[10]。如

着适度压力的服装对人体具有保护作用,并能提高
运动功效，穿着合适的压力的运动上衣可以减少肌
肉震动，降低能力消耗，减小运动后的酸疼感，并减

表 1 所示，本次问卷各项信度系数和总体信度系数

基本均在 0.8 以上，因此本次问卷具有一定可信度。
表 1 信度检测
Tab.1 Reliability measurement

轻运动后的疲劳感 [6-7]。缝份的产生原因大致有三
种，其中最多的是衣片进行缝合时产生的缝份，大
部分成衣是由多片衣片缝合而成，在很多部位不可

刺痒感

避免会出现缝份，常见的有服装前后片缝合产生的

透气性

侧缝缝份，袖子与衣身缝合在肩膀产生的缝份；其

柔软度

次是服装收口时产生的缝份，例如袖口、领口、下

压力舒适性

摆；第三种是在运动上衣中经常见到的拼接处产生

拼接处缝份摩擦

的缝份，拼接是服装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设计元素，
在运动上衣中的运用范围更广，拼接不仅可以提高
在外观上提高服装的美观性，还可以在结构上提高

合计

2

Cronbach's Alpha

项数

0.844

6

0.840

6

0.786

6

0.826
0.841
0.887

7
5

30

总体信度
0.857

0.846
0.887

分析

本次调查的各维度舒适性平均值为 3.50，可见

其舒适性。在不同的部位运用不同厚度、弹性、吸

被测者对市售的运动上衣总体满意，下文将对舒适

湿性、柔软程度的面料，可以使服装更加贴体，穿着

性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探究。

者运动时更加舒适 [8-9]。这些缝份可能在穿着者运
动时会摩擦皮肤产生不适感，结构舒适性主要包括
压力舒适性以及缝合线迹的摩擦舒适性两个维度。
女性在运动状态下，上身皮肤拉伸率较大且对
服装要求较高的部位集中在胸部，肩部，背部和腰
部，
问卷调查主要考察这四个部位的舒适性，
除此之
外，服装的收口部位，例如领口、袖口和下摆也可能
会对身体产生异常感，
因此也纳入本次研究范围。
依照以上指标，设计出了本次问卷，问卷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消费者个人信息。调查了消
费者的年龄、购买力、体型的基本信息。通过调查
消费者的基本信息可以了解运动上衣的具体消费
者画像；第二部分为消费者的运动喜好，调查了消
费者喜欢的的运动类型、运动地点、运动原因、运动
经历和运动时长。通过这部分的调查可以了解到

2.1

客观特征对舒适性影响
被测者中 18～22 岁的有 40 人，
占总被测人数的

43.48%，
22～26 岁的有 46 人，
占总被测人数的 50%，
而 27 岁以上的只有 6 人，仅占总被测人数的 6.52%，
可以看出被测者的年龄集中在 18～26 岁之间。
被测者的月可支配收入在 2000 以下的和在
2000 以上的各占约 50%，而月可支配收入在 3000
以上的约占 30%。可以看出年轻女性对运动上衣
具备一定购买能力。
经 过 ANOVA 单 因 素 分 析（Analysis of Vari⁃
ance），可以发现不同年龄和收入的穿着者对运动
上衣的舒适性的评价没有显著性差异。

如 图 2 所 示 ，被 测 女 性 的 身 高 集 中 在 155～

170cm 之间，
体重集中在 45～55kg 之间。

由于身高和体重单一指数并不能描述人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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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身高&体重分布表
Body& Weight distribution meter

型，因此本文用身体质量指数作为表征被测者体型
的参数。身体质量指数 BMI（body mass index）是国

2.2

不同类型消费者的舒适性需求

本文从运动种类、地点、运动年龄、运动原因、

际通用的衡量人体胖瘦和健康程度的指数计算公

单次运动时长五个维度调查了被测者的运动喜好，

式为

经过分析，其中运动种类和单次运动时长对舒适性

BMI = W2
（1）
h
式中：
W——体重(kg);h——身高(m);
以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制定的中国成人 BMI
指数界定（表 2）为标准，将被试者划分为了 4 个体
型组别[11]。
表 2 中国成人身体质量指数(BMI)与体型对照关系
Tab.2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body shape in Chinese adults

存在影响。
结果显示，被测者中进行跑步运动最频繁的有
54 人，进行瑜伽运动最频繁的有 25 人，进行骑行运
动最频繁的有 12 人，由于选择游泳的只有一人，受
个人取向性影响较大，无法参与分析。如表 4 所

示，通过单因素 ANOVA 分析被测者运动种类对各

围度舒适性的影响 ，可以发现不同种运动仅在胸

BMI

体型

＜18.5

体重过轻组

18.5-24.0

评价影响较大，未来商家在研发运动上衣时应注意

正常组

不同种运动上衣之间对胸部面料透气性的需求，选

超重组

择不同种类的面料进行拼接设计。

24.0-28.0
≥28.0

部透气性存在差异性，可见运动种类对胸部透气性

肥胖组

无论什么运动项目的运动服，都需要提供一定
的运动幅度供穿着者伸展肢体，良好的压力可以帮
助提高穿着者的舒适性和运动表现 [12]。通过分析

表 4 不同运动类型对胸部透气性的影响
Tab.4 Effect of different sports types on breast breathability
跑步
瑜伽

体型与各围度舒适性的关系，可以发现体型对运动

骑行

上衣舒适性的影响不大，仅在腰部压力存在显著性

总数

差异，如表 3 所示，可见体型对腰部压力有较大影

响，其中 BMI 值较大的被测者在腰部的压力明显高
于 BMI 值较小的被测者，后期商家在研发运动上衣
时应注意较大尺码的腰部松量的设定，满足不同体
型人群对腰部压力的需求。
表 3 BMI 值对腰部压力的影响
Tab.3 Effect of BMI on waist pressure
体重过轻
正常范围
超重
总数

N

36

xˉ ± s

3.44 ± 0.735

51

3.37 ± 0.662

91

3.36 ± 0.707

4

2.50 ± 0.577

N

xˉ ± s

54

3.46 ± 0.862

12

3.67 ± 0.778

25
91

2.96 ± 0.790

F

P

4.104

＜0.05

3.35 ± 0.861

在单次运动时长方面，被测者单次运动时长在
一小时之内的被测者大约占了 90%，运动时常在 2

小时以上的仅一人，因此排除，可以看出被测者每
次进行运动的时长较短，如表 5 所示，单次运动时
长对运动上衣的柔软程度存在影响，单次运动时间

F

P

3.391

＜0.05

为 0.5～1 小时的被测者比运动时长为 0.5 小时以下
和 1 小时以上的被测者感到较为硬挺，通过柔软程
度与透气性和压力舒适性的双变量分析（表 6），可

以发现柔软程度与透气性和压力舒适性呈正相关
关系，即面料越柔软，透气性越大，压力越小，因此
推断运动时间处于 0.5 小时以下时，由于运动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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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运动上衣保持干爽状态，面料较为柔软，而运

由于不同部位的肌肉和脂肪含量不同，敏感度

动时间处于 1 小时以上，运动时间较长，运动上衣

也可能不同，并且商家在设计运动上衣时会采用不

会产生轻微变形，穿着者也会感到更加柔软。因此

同的面料进行拼接，因此不同部位的舒适性也可能

在研究运动上衣柔软程度时，应注意穿着者的单次

存在差异。本文将舒适性按照部位重新编码，对压

运动时长，将透气性和压力舒适性一并考虑进去。

力在不同部位的舒适性评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 5 单次运动时长对柔软程度的影响
Tab.5 Effect of single exercise duration on softness
30 分钟以内

30 分钟-1 小时
1-2 小时

N

37
45
9

91

总数

xˉ ± s

F

P

4.909

≤0.01

3.69 ± 0.52

3.41 ± 0.47
3.85 ± 0.57

3.56 ± 0.52

如表 9 所示，发现压力舒适性在不同部位之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发现肩部和胸部压力较其他部位偏

大，未来商家应注意减小运动上衣肩部和胸部的压
力大小，
给予充分的放松量。
表 9 部位差异对压力舒适性的影响
Tab.9 The influence of body parts difference on pressure comfort
N

表 6 柔软程度与透气性和压力舒适性相关性
Tab.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ftness, breathability and pres⁃
sure comfort

柔软程度均值

2.3

领口
肩部

透气性

压力舒适性

袖窿

Pearson 相关性

.401**

.447**

胸部

N

91

91

.000

显著性（双侧）

.000

背部
腰部

各维度舒适性分析

下摆

面料和结构作为本次实验衡量舒适性的两大
指标，对舒适性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如表 7 所

示，其中面料方面各围度舒适性评分略高于结构各
围度舒适性，因此商家在提高运动上衣舒适性的时
表 7 面料与结构对舒适性的影响
Tab.7 Influence of fabric and structure on comfort
面料舒适性
结构舒适性
总数

xˉ ± s

F

P

3.39 ± 0.51

5.843

≤0.05

92

3.55 ± 0.42

184

3.47 ± 0.48

92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面料和结构各围度指
标对舒适性的影响，如表 8 所示，发现各维度舒适

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结构中的
压力舒适性指标与其它舒适性指标之间存在显著
性差异，其评分明显低于其他指标，可见运动上衣
中的压力偏大，
亟需改进。
表 8 各围度指标对舒适性的影响
Tab.8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girth indexes on comfort

刺痒感
透气性
柔软程度
压力舒适性
拼接处缝份
摩擦
总数

压力舒适性与其它指
标显著性

N

xˉ ± s

92

3.54 ± 0.62

0.001

92

3.56 ± 0.52

0.000

92
92

F

3.56 ± 0.58
3.25 ± 0.56 5.039

3

92

3.42 ± 0.82

92

3.26 ± 0.80

92

3.18 ± 0.73

92
92

P

3.313

0.003

3.08 ± 0.85

3.04 ± 0.88

92

3.40 ± 0.72

644

3.25 ± 0.81

92

F

3.40 ± 0.84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消费者对市售的运动上衣整体

较为满意，在面料方面，不同运动类型的女性对胸

候应优先考虑结构方面的舒适性。

N

总数

xˉ ± s

0.000
-

92

3.58 ± 0.69

0.000

460

3.50 ± 0.61

0.001

部透气性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柔软程度与女性单
次运动时长具有相关性；在结构方面，肩部和胸部
的压力较大，BMI 值较大的女性会感到腰部压力较

大。因此运动品牌的商家应注意不同运动类型胸
部出汗量的差别，根据运动种类选择合适的面料进
行拼接满足其透气性需求；在研究运动上衣柔软程
度时，应注意柔软程度与运动时长的变化关系，不
可单一考虑柔软程度，还应考虑到面料的透气性和
压力舒适性。比起面料舒适性，商家更应该注意结
构舒适性，主要是压力舒适性方面，在能给予一定
运动支撑的情况下，减小肩部和胸部等部位压力，
满足其运动的伸展需求。在给 BMI 值较大的女性
设计运动上衣时，应减小其腰部压力，适当增大腰
部放松量。

参考文献：
[1]吴志明,施文帆.时尚化运动休闲女装的功能性研究[J].针织工
业，
2020(3):64-67.

WU Zhiming,SHI Wenfan.Functionality Study of Fashionable

Women’s Sports- leisure Clothing[J]. Knitting Industries, 2020
(3):64-67.

[2]曹蓓，董静秋.基于运动服装购买者的消费心理及行为分析[J].

服饰与产业：
产品设计

轻工科技，2020，36(2):93-94.

CAO Bei，DONG Jingqiu.Consum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Sportswear Buyers[J]. Light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36(2):93-94.

[3]万志琴，陈中伟.运动服面料舒适性与面料组成的关系研究[J].
山东纺织科技，2020，
61(3):9-11.

WAN Zhiqin,CHEN Zhongwei.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omfort and fabric composition of sportswear fabric [J].
Shandong Textile Science & Technology,2020, 61(3):9-11.

[4]朱尽顺.关于织物的刺痒感评测及消除方法[J].中国纤检，2008
(7):55.

ZHU Jinshun. Evalu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fabric prickle[J].Chi⁃
na Fiber Inspection,2008(7):55.

[5]孟祥红，陆明艳，戴晓群.运动文胸热湿舒适性研究[J].现代丝
绸科学与技术，2015，
30(3):90-93.

MENG Xianghong,LU Mingyan,DAI Xiaoqun. Research on ther⁃
mal comfort of sports bra[J]. Modern Silk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30(3):90-93.

[6]Sahiro Mizuno, Mari Arai, Fumihiko Todoko, et al. Wearing low⁃

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 with medium pressure impaired ex⁃

127

[8]杨思涵. 拼接在运动服装中的应用[D].福州大学，
2017.

YANG Sihan. The Application of Stitching in Sportswear Design
[D].Fuzhou University,2017.

[9]何昕蓉. 拼接设计在运动服装中的创新与应用[D].浙江理工大
学，
2013.

HE Xinrong.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n Splice Grafting in
Sportswear Design[D].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2013.

[10]胡典顺，朱展霖.基于 SPSS 与 AMOS 的问卷信度效度检验
——以数学焦虑、数学态度和数学效能的关系研究为例[J].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20(11):3-7、
28.

HU Dianshun,ZHU Zhanl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based on SPSS and Amos--Taking the Relation⁃
ship among Mathematics Anxiety, Mathematics Attitude and

Mathematics Efficacy as an Example[J].Educational Measure⁃
ment and Evaluation, 2020(11):3-7,28.

[11]王梅.人体质量指数不同的中国成年人身体机能对比分析[J].
中国临床康复，
2005(28):190-193.

WANG Mei.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ody Function of Chinese

Adults with Different Body Mass Index[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2005(28):190-193.

ercise- induced performance decrement during prolonged run⁃

[12]张鑫哲，陈丽华.高性能运动服装发展现状与趋势[J].纺织导

[7]Hill J , Howatson G , Van Someren K , et al. The effects of com⁃

ZHANG Xinzhe,CHEN Lihua. Status Quo and Tendency of

ning. 2017, 12(5).

pression garment pressure on recovery from strenuous exerci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Physiology & Performance, 2016:
1-22.

报，
2010(5):105-107.

High Performance Sports Wear[J]. China Textile Leader,2010(5):
105-107.

（责任编辑：
李强）

